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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辆概论

第3章 电动汽车的车载能量源技术

考试时间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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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时间：

 第16周
 周1(2017-12-11)    09:50-11:50
教室3-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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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动力蓄电池技术

 1859年法国科学家普兰特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只可充
电电池－铅酸电池；

 1889~1901年瑞典的扬格纳和美国的爱迪生先后研
制成功镍铁电池和镍镉电池；

 20世纪80年代镍氢电池问世；

 20世纪90年代锂离子电池出现；

目前，在电动车辆上普遍使用的电池有铅酸电池、
镍氢电池和锂离子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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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动力蓄电池技术存在问题

能量密度低：铅酸电池35~40Wh /kg、
锂离子电池250Wh/kg、汽油10000~ 
12000 Wh/kg;

快速充电接受能力差，充电时间长；

电池价格昂贵：铅酸电池
800.00RMB/12*85Ah, 锂离子电池
1200.00RMB/3.6*100Ah;

汽车附件的使用受到限制；

难于兼顾功率密度和能量密度。

汽油热值=43124kJ/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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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电池性能术语

电池的放电制度：电池的放电制度是指放电率、放电形式 (恒流、
变流或脉冲)、终止电压和温度。终止电压指充放电结束时的电池
电压，分为充电终止电压和放电终止电压。在研究电池容量时要规
定统一的放电电流，常用n小时率表示。如果以电流I放电，电池在
n小时内放出的电量为额定容量的话，这个放电率称为n小时放电
率。

电池的容量: 电池的容量是指充满电的电池在指定的条件下放电
到终止电压时输出的电量，单位为A·h。

理论容量: 是假定电池中的活性物质全部参加成流反应，根据法
拉第定律计算所能给出的电量。理论容量是电池容量的最大极限值。
电池实际放出的容量只是理论容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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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小时率放电容量 在恒流放电条件下，正好用i小时把充满电的电
池放电到终止电压时能够放出的电量，通常用Ci表示。通常启动电
池用C20、牵引电池用C5、电动汽车用电池用C3表示。

额定容量 是在规定条件下电池应放出的电量。额定容量是制造
厂标明的安时容量，作为验收电池质量的重要技术指标。我国的国
家标准中，使用3小时率放电容量来定义电动道路车辆用动力蓄电
池的额定容量。

实际容量 是指充满电的电池在一定条件下所能输出的电量，它
等于放电电流和放电时间的乘积。

剩余容量 电池经过使用后，在指定的放电率和温度状态下可以
从电池中放出的电量。

动力电池性能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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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电池性能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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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的能量: 电池的能量是指在按一定标准所规定的放电制度下，
电池所输出的电能，单位为瓦时 (W·h)或千瓦时 (kW·h)。

能量密度: 电池的能量密度有质量能量密度和体积能量密度之分。
质量能量密度是指电池单位质量所能输出的电能，单位为瓦时/千克
(Wh/kg)。体积能量密度是指电池单位体积所能输出的电能，单位
为瓦时/升 (W·h/L)。

电池的功率与功率密度：电池的功率是指在一定的放电制度下，
单位时间内电池输出的能量，单位为瓦 (W)或千瓦 (kW)。单位质量
的电池输出的功率称为质量功率密度，单位为W/kg。单位体积的电
池输出的功率称为体积功率密度，单位为W/L。

动力电池性能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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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的荷电状态：电池的荷电状态 (State of Charge，SOC)描述电池剩余容量占
额定容量的百分比。

放电深度 (Depth of Discharge，DOD)：DOD是电池已经放出的电量与电池额定容
量的比值

电池的循环使用寿命 (Cycle Life)：电池的循环使用寿命是指以电池充电和放电
一次为一个循环，按一定测试标准，当电池容量降到某一规定值 (我国标准规定
为额定值的80％)以前，电池经历的充放电循环总次数。

抗滥用能力 (Abuse Tolerance)：指电池对短路、过充、过放、机械振动、撞击、
挤压以及遭受高温和着火等非正常使用情况的容忍程度。

动力电池性能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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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电池性能描述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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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类型 单体额定电压

铅酸电池（VRLA） 2V
镍镉电池（Ni-Cd） 1.2V
镍锌电池（Ni-Zn） 1.6V
镍氢电池（Ni-MH） 1.2V
锌空气电池（Zn/Air） 1.2V
铝空气电池（Al/Air） 1.4V

钠-氯化镍电池（Na/NiCl2） 2.5V
钠-硫电池（Na/S） 2.0V

锰酸锂电池（LiMn2O4） 3.7V
磷酸铁锂电池（LiFePO4） 3.2V

动力电池性能描述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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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提纲

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种类及原理

电动汽车的动力电池系统

典型的动力电池系统结构

电动汽车的其他能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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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用动力电池分类
能量型动力电池通常具有比较大的容量，能够为用电设备提供比较持久的能源供
给，常常用于纯电动汽车、中度或重度混合动力电动汽车， 此种电池总能量在整
车的能源配置中占据较大的比例，常常超过10kWh。这样不仅可以部分吸收车辆
制动回馈的能量，而且可以提高车辆纯电动模式运行时的续驶里程，降低污染物
的总排放。

功率型动力电池的容量通常比较小，可以为用电设备提供瞬间大电流供电，主要
用于电动工具、轻度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在电动汽车的应用中主要用于吸收制动
回馈的能量，同时为车辆起动、加速过程提供瞬间的额外补充能量

能量/功率兼顾型动力电池需要电池的能量密度高，同时要求电池在低SOC时有大
功率输出，在高SOC时有大功率输入，即要求电池具有高能量、大功率兼顾的特
性，主要用于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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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用动力电池分类

 纯电动车辆
电池组要有足够的能量和容量，以保证典型的连续放电不超过1C，典型峰值
放电一般不超过3C;如果电动汽车上安装了回馈制动，电池组必须能够接受高达
5C的脉冲电流充电；

电池要能够实现深度放电(例如80%)而不影响其寿命，在必要时能实现满负
荷功率和全放电；

需要安装电池管理系统和热管理系统，显示电池组的剩余电量和实现温度控
制；

由于动力电池组体积和质量大，电池箱的设计、电池的空间布置和安装问题
都需要认真研究；

动力电池组的设计满足车用环境、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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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用动力电池分类

 纯电动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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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动力电动车辆
串联式混合动力汽车完全由电机驱动，内燃机-发电机总成与电池组一起提供
电机需要的电能，电池SoC处于较高的水平，对电池的要求与纯电动汽车相似，
但容量要小一些。

并联式混合动力汽车内燃机和电机都可直接对车轮提供驱动力，整车的驾驶
需求可以由不同的动力组合结构来满足。动力电池的容量可以更小，但是电池
组瞬时提供的功率要满足汽车加速或爬坡要求，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有时可能
高达20C以上。

在不同构型的混合动力汽车上，由于工作环境、汽车构型、工作模式的复杂
性，一些典型、共性的要求可以归纳为: 电池的峰值功率要大，能短时大功率充
放电；循环寿命要长，达到1000次以上的深度放电循环和40万次以上的浅度放
电循环；电池的SOC应尽可能保持在50%～85％的范围内；需要配备电池管理
系统和热管理系统。

电动汽车用动力电池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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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用动力电池分类
 混合动力电动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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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车辆(以电池为例)
对电池的工作要求要兼顾纯电动和混合动力两种模式，既要实现在城市里
以纯电动汽车模式的行驶，又要实现在高速公路上以混合动力汽车模式的行
驶，即纯电动工作模式行驶里程达到几十公里，而且在低电量时也能提供很
高的功率水平。

电动汽车用动力电池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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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铅酸蓄电池

动力电池原理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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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铅酸蓄电池

 铅酸电池额定电压2V，比能量35Wh/kg，能量密度70Wh/l，比功率200W/kg。它采
用金属铅作负电极，二氧化铅作正电极，用硫酸作电解液，

放电时，铅和二氧化铅都与电解液反应生成硫酸铅。充电时，反应过程相反。值得注
意的是参加电化学反应的电解液即硫酸浓度随电池荷电状态的变化而变化。实际上，铅
酸电池的开路电压，即电动势仅与硫酸浓度有关，而与电池中的铅，二氧化铅以及硫酸
铅的量无关。

铅酸电池单体的额定电压为2V。以中等放电率放电时截至电压取为1.75V，以极高放
电率放电时截至电压可取为1.0V。充电时，充电电流应作适当的控制以维持电池充电电
压低于冒气电压(约为2.4V)

动力电池原理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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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铅酸蓄电池的特性

动力电池原理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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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铅酸蓄电池的特性

动力电池原理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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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铅酸蓄电池的特性

动力电池原理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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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铅酸蓄电池的特性

动力电池原理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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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铅酸蓄电池

优点：技术可靠，生产工艺成熟，成本低(低于所有其他的二次
电池)，单体电池电压高(高于所有其他液体电解液电池)，适合电
动汽车使用的良好的大电流输出性能，良好的高温和低温性能，
高的能量效率(75~80%)以及多种多样的型号和尺寸。

 铅酸电池也具有一些缺点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比如，铅酸电
池的比能量和能量密度都比较低(通常为35 Wh/kg 和 70 Wh/l)，
自放电率较高(每天降低1％ @ 环境温度25°C)，循环寿命相对较
低(约为500次)，由于硫酸腐蚀电极不便于长期储存等。

动力电池原理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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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RLA电池的比能量已超过40Wh/kg、能量密度超过80Wh/l并且可实现快速
充电;

Horizon电池采用了铅丝编制的水平极板，性能得到极大提高，比能量达到43
Wh/kg，能量密度达到84Wh/l，比功率达到285W/kg，应用到电动汽车上的循
环寿命超过600次，快速充电能力得到极大提高(8分钟充电达50％，充满电只需
不到30分钟)，成本低廉(一辆电动汽车的电池成本仅为2000~3000美元)，机械
强度高，免维护以及环保观念设计(绿色生产过程和98％的可回收材质)。

先进铅酸电池设计还包括双极设计和微管状极板设计

 铅酸蓄电池

目前，铅酸电池仍是电动汽车最具吸引力的能量源选择方案，

动力电池原理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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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MH动力电池

动力电池原理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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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MH动力电池

动力电池原理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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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MH动力电池

动力电池原理和性能

31

“市民”6.5Ah电
池组

 NiMH动力电池

动力电池原理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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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MH动力电池

 Ni-MH电池单体额定电压1.2V、比能量65Wh/kg、能量密度150Wh/l、
比功率200W/kg。电极活性物质为负极的金属氢化物和正极的NiOOH，
金属氢化物能够在电池放电和充电时释放和吸收氢气，碱性氢氧化
钾溶液是电解液的主要成分，

电池放电时，负极的金属氢化物被氧化生成金属合金，正极的
NiOOH被还原生成氢氧化镍，放电过程正好相反，

动力电池原理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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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MH动力电池

动力电池原理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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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MH动力电池特性

动力电池原理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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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MH动力电池特性

动力电池原理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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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MH动力电池特性

动力电池原理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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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MH动力电池特性

动力电池原理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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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MH动力电池

优点：高于其他任何镍基电池的比能量和能量密度、环
保特性(无镉)、平坦的放电曲线(与Ni-Cd电池类似)和快
速充电性能(与Ni-Cd电池类似)。

缺点：成本高，价格为相同容量铅酸电池的5~8倍；单
体电压低；自放电损耗大；对环境温度敏感，电池组热
管理任务重。

动力电池原理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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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动力电池

5.5Ah、4只/模块、
172.8V/电池组

动力电池原理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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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动力电池

动力电池原理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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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动力电池

动力电池原理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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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动力电池

电池的正负极均由可以嵌入和脱出Li+的化合物或材料组成：

正极为锂化跃迁金属氧化物(LiMO2, M-Co, Mn,Ni等)；

负极为可嵌入Li+的碳(形成LixC-碳化锂)；

电解质为有机溶液或固体聚合物。

放电时，锂离子由电池负电极通过电解液流向正电极并被吸收。充电时，反
应过程相反. 

动力电池原理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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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动力电池

动力电池原理和性能

44

镍基锂离子电池，额定单体电压4V，比能量120Wh/kg，能量密度200Wh/l以
及260W/kg的比功率。

钴基锂离子电池具有高的比能量和能量密度，但成本高，自放电率高。

锰基锂离子电池成本最低，比能量和能量密度处于钴基和镍基锂离子电池
之间。

由于锰基锂离子电池较低的成本、锰储量丰富而且无污染，预计将成为锂
离子电池的主要发展类型。

锂离子动力电池

动力电池原理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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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动力电池特性

动力电池原理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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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动力电池特性

动力电池原理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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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动力电池特性

动力电池原理和性能

48

目前的正极有钴酸锂和锰酸锂两种量产的材料产品。钴酸锂在小电芯方面是
很成熟的体系，由于钴酸锂在分子结构方面(LiCo)的特点: 充满电后，仍旧有
大量的锂离子留在正极，当过充时，残留在正极的锂离子将会涌向负极，在
负极上形成枝晶是采用钴酸锂材料的电池过充时必然的结果，甚至在正常充
放电过程中，也有可能会有多余的锂离子游离到负极形成枝晶。所以手机电
池频频发生爆炸事件，一方面是由于保护电路失效，但更重要的是在材料方
面并没有根本的解决问题。同时钴酸锂的氧化性强，在 175 度时就会分解，
壳体泄漏，与空气接触，发生燃烧、爆炸。

锂离子动力电池的安全问题

选择锰酸锂材料，在分子结构方面保证了在满电状态，正极的锂离子已经完
全嵌入到负极炭孔中，从根本上避免了枝晶的产生。同时锰酸锂稳固的结构，
使其氧化性能远远低于钴酸锂，分解温度超过钴酸锂100度，即使由于外力发
生内部短路（针刺），外部短路，过充电时，也完全能够避免了由于析出金
属锂引发燃烧、爆炸的危险。

动力电池原理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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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动力电池的安全问题

动力电池原理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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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锂离子动力电池特性

锰酸锂锂离子动力电池：

总电压 388V@360Ah

常用放电率 0.2～0.3C，最大0.5～0.7C，
短时400A

放电深度60～70%；

单体额定电压3.6V@90Ah

充电最大电流150A;

单体电压下限3.3V

单体电压上限4.2V        

磷酸铁锂锂离子动力电池：
总电压 396V@360Ah
常用放电率 0.2～0.4C，最大0.8C，短时

450A
放电深度85%；
单体额定电压3.2V@120Ah
充电最大电流150A;
单体电压下限2.7V
单体电压上限3.65V        

动力电池原理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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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动力电池

优点 : 高的电池单体电压、高的比能量和能量密度 (90～
130Wh/kg ，140～200 Wh/l)、非常可靠的设计 (没有使用金属锂)
以及长的循环寿命 (约1000次),可以满足美国USABC制定的电动
汽车用动力电池的中期目标；

缺点：快充放电性能差，价格高和过充放电问题，在过充或滥
用的条件下，锂离子电池可能发生火灾或爆炸，为确保使用安
全，必须使用电池管理系统，增大了电池的成本和体积。

动力电池原理和性能

52

比能量 a

(Wh/kg)
能量密度 a

(Wh/l)
比功率 b

(W/kg)
循环寿命b  

(Cycles)
预计成本 d

(US$/kWh)

VRLA 30-45 60-90 200-300 400-600 150
Ni-Cd 40-60 80-110 150-350 600-1200 300
Ni-Zn 60-65 120-130 150-300 300 100-300
Ni-MH 60-70 130-170 150-300 600-1200 200-350
Zn/Air 230 269 105 NA c 90-120
Al/Air 190-250 190-200 7-16 NA c NA
Na/S 100 150 200 800 250-450
Na/NiCl2 86 149 150 1000 230-350
Li-Polymer 155 220 315 600 NA
Li-Ion 90-130 140-200 250-450 800-1200 >200
USABC 200 300 400 1000 <100

动力电池原理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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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动力电池原理和性能

54

动力电池原理和性能

55

动力电池原理和性能

56

动力电池原理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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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教学提纲

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种类及原理

电动汽车的动力电池系统

典型的动力电池系统结构

电动汽车的其他能量源

58

59

电池成组应
用技术

遴选高性能锂离子动力
电池

5~10倍提高电池组
使用寿命

200

100

300

400

0 50 100 150 200

质量比能量(Wh/kg)

铅酸

钴酸锂

锰酸锂

磷酸铁锂

103路无轨电车使用成组技术后，电
池使用寿命由3个月提高到24个月

动力电池组的成组问题

Question : f (∑单体)= ∑ f (单体)?
单体电池好＝电动车好？

60

动力蓄电池的一致性问题

电池的不一致性是指同一规格型号的单体电池组成电池组后，其电
压、荷电量、容量及其衰退率、内阻及其变化率、寿命、温度影响、
自放电率等参数存在一定的差别。

电动车辆电池组长期工作在动态负载下，各电池单体通风散热条件
的不一致就会增加电池组不一致性；电池单体自放电率、充放电效
率会随着循环工作次数的增加发生性能衰减，这也会增加电池组不
一致性；电池过充电和过放电则会更大程度增加电池组的不一致性

动力电池组的成组问题



16

61

动力蓄电池的不一致性表征

容量不一致性

电池组在出厂前的分选试验可以保证单体初始容量不一致性较小，在使用过程
中可以通过电池单体单独充放电来调整单体初始容量使之差异保持较小，所以
初始容量不一致不是电动车辆电池成组使用的主要矛盾。实际容量不一致性是
指电池在放电过程中所剩余的电量不相等

电池起始容量受电池循环工作次数影
响显著，越接近电池寿命周期后期，
实际容量不一致性就越明显

动力电池组的成组问题

62

动力蓄电池的不一致性表征

电压不一致性

电压不一致是电池组不一致
性最为直观也最容易测量的
表现形式，分开路电压和工
作电压不一致

由于电池SOC在一定范围内还与电池开路电压成线性关系，开路电压不一致
也就是电池能量状态不一致。其不一致性原因可归纳为电池出车前起始容量
不一致，以及电池在行车过程中释放出电量和电池内阻不一致性。电池内阻
不一致使得电池组中每个单体在放电过程中热损失的能量各不一样，最终会
影响电池单体能量状态，带来电池组开路电压不一致。

动力电池组的成组问题

63

温度不一致性

动力蓄电池的不一致性表征

电池组成组应用温度不一致主要与电池的组装设计特点及使用中
各单体电池所处环境的差异有关

串联电池组在同样条件下的温度差异受电池内阻不一致影响较大，并随电流增
大,这种差异性越明显.

动力电池组的成组问题

64

动力蓄电池连接方案

为获得高电压和大容量电动车辆要使用多块电池以串联和并联形式组合做动力源，
电池间的一致性即电池同时充满电或同时放完电的特性十分关键.

动力电池组的成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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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动力蓄电池连接方案

对串联连接方式电池的容量变化显然一致电
池一致性的评价可归结为对电池工作电压间
一致性的评价,可采用电池工作电压差异作为
评价指标电池工作电压差异越接近零则电池
内阻间的差异就越接近零

动力电池组的成组问题

66

提高电池组一致性的措施
从电池使用和成组筛选等方面可以采用8方面措施，避免电池不一致扩大，保证
电池组寿命逐步趋于单电池的使用寿命

电池制造厂提高工艺水平，保证电池出厂质量，尤其是初始电压一致性。同一
批次电池出厂前，以电压、内阻及电池化成数据为标准进行参数相关性分析，
筛选相关性良好的电池，以此来保证同批电池性能尽可能一致。

在动力电池成组时，务必保证电池组中采用同一类型、同一规格、同一型号的
电池组成。

在电池组使用过程中检测单电池参数，尤其是动静态情况下(电动车辆停驶或
行驶过程中)电压分布情况，掌握电池组中单电池不一致性发展规律，对极端参
数电池进行及时调整或更换，以保证电池组参数不一致性不随使用时间而增大。

动力电池组的成组问题

67

提高电池组一致性的措施

对测量中容量偏低的电池，进行单独维护性充电，使其性能恢复。

间隔一定时间对电池组进行小电流维护性充电，促进电池组自身
的均衡和性能恢复。

避免电池过充电，尽量防止电池深放电。

保证电池组良好的使用环境，尽量保证恒温、减小振动，避免水、
尘土等污染电池极柱。

研制开发实用性电池组能量管理和均衡系统，对电池组充放电进
行智能管理。

动力电池组的成组问题

68

对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实施有效的管理，使动力电池工作在合理的电压、电流、温度
范围内，并且尽可能地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严格保证动力电池使用安全。

动力蓄电池管理系统

数据采集

数据显示

状态估计

热管理

数据通信

安全管理

能量管理

故障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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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安全控制
和管理

BMS

数据通信数据采集

均衡充电
控制

热管理状态参数
估算

动力蓄电池管理系统

70

动力蓄电池管理系统

BMS一般由一些传感器(用于测量电压、电流和温度等)、一个带微处理器的控制
单元和一些输入/输出接口组成。BMS最基本的作用是监控电池的工作状态(电池
的电压、电流和温度)，预测蓄电池的SOC和相应的剩余行驶里程，管理电池的工
作情况(避免出现过放电、过充、过热和单体电池之间电压严重不平衡现象)以便
最大限度的利用电池的存储能力和循环寿命。

71

任务 传感器输入的信号 执行器件

防止过充 电池电压、电流和温度 充电器

避免深放 电池电压、电流和温度 电机功率转换器

温度控制 电池的温度 热管理系统

电池组件电压和温度的平衡 电池电压和温度 平衡装置

预测电池的SOC和剩余行驶里程 电池电压、电流和温度 显示装置

电池诊断 电池电压、电流和温度 非在线分析装置

动力蓄电池管理系统

72

电池组集中式管理结构

电池组分布式管理结构

动力蓄电池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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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动力蓄电池管理系统

电压采集

继电器阵列法

由端电压传感器、继电器阵列、A/D转换芯片、光藕、多路模拟开关等组成。如果需要测
量n块串联成组电池的端电压，就需要将n＋1根导线引入电池组中各节点。当测量第m块
电池的端电压时，单片机发出相应的控制信号，通过多路模拟开关、光藕和继电器驱动
电路选通相应的继电器，将第m和m＋1根导线引入到A/D转换芯片。整个电路结构简单，
只有分压电阻和模数转换芯片还有电压基准的精度能够影响最终结果的精度，并且通常
电阻和芯片的误差都可以做得很小。所以在所需要测量的电池单体电压较高而且对精度
要求也高的场合最适合使用继电器阵列法。

74

动力蓄电池管理系统

电压采集
压/频转换电路采集法

把电压信号转换为频率信号的元件，具有良好的精度、
线性度和积分输入等特点, LM331

电压信号直接被转换为频率信号，
随即就可以进入单片机的计数器端
口进行处理，而不需A/D转换。这
种方法所涉及的元件比较少，但是
压控振荡器中含有电容器，而电容
器的相对误差一般都比较大，而且
电容越大相对误差也越大

75

动力蓄电池管理系统

温度采集
热敏电阻采集法：利用热敏电阻的阻值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的特性，用一个定
值电阻和热敏电阻串联起来构成一个分压器，从而把温度的高低转化成为电压
信号，再通过模数转换得到温度的数字信息。但是热敏电阻的线性度不好，而
且制造误差一般也比较大。

热电偶采集法：热电偶的作用原理是双金属体在不同温度下会产生不同的热电
动势。通过采集这个电动势的值就可以通过查表得到温度的值。由于热电动势
的值只与材料有关，所以热电偶的准确度很高。但是由于热电动势都是毫伏等
级的信号，所以需要放大，造成外部电路比较复杂。一般来说金属的熔点都比
较高，所以热电偶一般都是用于高温的测量。

集成温度传感器：集成温度传感器很多都是基于热敏电阻式的，但都在生产的
时候仔细校正过，所以精度可以媲美热电偶，而且直接输出数字量，很适合在
数字系统之中使用。

76

动力蓄电池管理系统

动力蓄电池管理系统的技术关键
动力蓄电池SOC估计－理论计算法

Cr和Ct分别表示蓄电池在计算时刻的剩
余容量和总容量, Cr受放电率或放电电
流的影响很大.

 Peukert方程，电池的可用容量
与放电电流存在：

InTi=K

K为常数，表示电池的可用容量。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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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动力蓄电池管理系统
动力蓄电池管理系统的技术关键
动力蓄电池SOC估计－开路电压法

只适用于OCV随SOC变化明显的蓄电池

对于测试稳定状态下的SOC有很高的精度，主
要缺点在于蓄电池在充电或放电之后，OCV需
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稳定(一般是12h) 

78

动力蓄电池管理系统

动力蓄电池管理系统的技术关键
动力蓄电池SOC估计－放电试验法

 放电实验法采用标准电流对电池进行恒流放电，当达到放电终止条件时，
放电电流与时间的乘积即为放电前的剩余电量，是一种可靠的SOC估计方法。
放电实验法在实验室中经常使用,适用于所有电池,但它有2 个显著缺点:①需
要大量时间；②电池进行的工作要被迫中断。放电实验法不适合行驶中的
电动汽车,可用于电动汽车电池的检修。

79

动力蓄电池管理系统

动力蓄电池管理系统的技术关键

动力蓄电池SOC估计－安时计量法
初始SOC0的确定；

电流测量不准确导致SOC计算累积误差；

电池充放电效率的合理取值。

动力蓄电池SOC估计－负载电压法

根据放电电压和电流查表确定，能实时
估计电池组SOC,但实际应用中剧烈波动的
电压给负载电压法带来应用困难。

80

动力蓄电池管理系统

动力蓄电池管理系统的技术关键

动力蓄电池SOC估计－安时
计量法+开路电压补偿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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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动力蓄电池管理系统

热管理系统

系统组成：电池箱、风机、传热介质、监测
设备等

系统功用：

电池温度的准确测量和监控；

电池组温度过高时的有效散热和通风；

低温条件下的快速加热；

有害气体产生时的有效通风

保持电池组温度场的均匀分布。

82

动力蓄电池管理系统

热管理系统散热结构设计

83

动力蓄电池管理系统

热管理系统散热结构设计

1-冷却空气进入管道；2-温度传感器；
3-电池组管理ECU；

4-充电器；5-电池组通风箱；6-单元蓄
电池；7-分电池组；8-风扇。

1-空气吸入管道；2-分电池组；3-动力电池组密封支架；
4-冷却风扇；5-分电池组冷却气流；6-温度传感器。

84

教学提纲

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种类及原理

电动汽车的动力电池系统

典型的动力电池系统结构

电动汽车的其他能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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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对电池组实施智能化的管理对提高电池寿命、为多能源管理控制系统提供准确
的电池组状态很有必要，是决定电池组是否能实现车辆行驶功率均衡的关键。

动力蓄电池管理系统举例

86

动力蓄电池管理系统举例

87

防止过充、过放，合理利用剩余电量-高精度、高可靠性的专用电池管理系统

电池管理系统结构 SOC的实时在线估算方法

电池电压测量精度：0.5%
电池温度测量误差：±0.5℃
电流测量精度：0.5%
电池的SOC估算精度：<8%
工作温度：-25－75℃

电池管理系统

配
套
手
持
检
测
设
备

电池箱面板内设备布置图

动力蓄电池管理系统举例

88

高压电安全和电池组安全是必须解决的最重要的核心技术。

动力蓄电池管理系统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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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teries for EVs Batteries for EVs

Current 
Sensor

Resistance

Battery Cells

Battery ECU

For pre-charging the 
capacitance 

Servic
e Plug

Batteries for EVs

Air intake 
tube

Air escape-tube

Air intake tube 
temperature Sensor

Batteries 
temperature Sensor

Cooling fan

Air blower

Batteries for EVs

Tesla Battery pack

Cell Brick 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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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teries for EVs

Battery Monitor Board
Battery cell temperature 
and terminal voltages 

Battery System Monitor
Battery total voltage, current,
Temperature, smog detector, 
Inertial accelerator sensor 
Humidity sensor

Fuse

Batteries for EVs

Coolant 
cooling Coolant flow 

directions

On the 
surface of 
the battery 

cells 
covering 
with heat 
transfer 

materials

Coolant 
pipe in 

flat 
shape  

covering 
with 

isolation 
matarials

95

教学提纲

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种类及原理

电动汽车的动力电池系统

典型的动力电池系统结构

电动汽车的其他能量源

96

超级电容与飞轮储能装置

超级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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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电容与飞轮储能装置

超级电容

电容器是由两个彼此绝缘的平板形金属电容板组成，在两块电容板之间用绝缘材料隔
开。电容器极板上所储集的电量q与电压成正比。电容器的计量单位为“法拉”(F)。
当电容充上lV·的电压，如果极板上储存l库仑电荷量，则该电容器的电容量就是1F。
电容器的电容量:

当电容元件进行充电，电容元件上的电压增高，电场能量增大，电容器从电源上获得
电能，电容器中储存的电量E为：

98

超级电容与飞轮储能装置

超级电容

双层超级电容器结构：一对集电极上装
有固体活性材料，在两个集电极之间，
装有电解液和绝缘层。当在电极上加上
电压时， 由于电解质分子的趋偶和排列
作用，在两电极的表面形成了一个双层
电容，扩大了电容器的容量。

99

超级电容与飞轮储能装置

超级电容

100

超级电容与飞轮储能装置

超级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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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超级电容与飞轮储能装置

超级电容特性

102

超级电容与飞轮储能装置

超级电容特性

103

超级电容与飞轮储能装置

超级电容效率特性

104

超级电容与飞轮储能装置

超级电容荷电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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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超级电容与飞轮储能装置

106

超级电容与飞轮储能装置

超级电容特点

优点：比功率高，功率释放能力强，清洁无污染，寿命长可达几百万次。

缺点：比能量低。

107

超级电容与飞轮储能装置

 飞轮储能装置结构

主要由转子子系统、电机/发电机、输
入输出电路和真空室4部分组成。

美国马里兰大学20kWh多层圆柱飞轮，
外径0.564m、内径0.254m、厚度0.553m，
重172.8kg，最大转速46345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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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轮储能装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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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轮储能装置工作原理

飞轮储能的工作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即:飞轮充电阶段，外部电源通过输
人电路给电机供电，此时，电机就作为电动机使用，它的作用是使飞轮加速，
储存能量;能量保持阶段，飞轮空闲运转，整个装置就以最小损耗运行;飞轮
放电阶段，当负载需要电能时，飞轮给电机施加转矩，此时，电机又作为发
电机使用，通过输出电路给外部设备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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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轮储能装置的特点

飞轮储能装置的缺点在于:目前飞轮储能装置的比能量较低，由于转子高速旋转，
在断裂时释放能量的方式不可控，由此带来了安全问题。在汽车上使用时，保持
飞轮的工作稳定以及陀螺力矩的抑制等存在技术难题，此外，与化学电池相比，
飞轮储能技术不太成熟，成本高，影响了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飞轮储能装置的优点在于:储能效率高 (转换效率高)，与动力电池相比有很大
的比功率潜力，同时，飞轮储能装置的寿命与放电电流大小无关，而且受外界
温度影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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